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巴士 股票代码 0021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中瀚 张晓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185

号善商大厦A栋10楼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185

号善商大厦A栋10楼

电话 0573-84252627 0573-84252627

电子信箱 stock002188@vip.163.com stock002188@vip.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986,691.63 67,297,851.30 -7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757,332.24 -146,828,273.09 8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343,795.88 -144,514,615.71 7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36,120.27 -86,660,384.94 8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50 8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50 8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233.51% 229.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2,416,225.01 177,832,598.41 -3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6,799,152.16 -630,041,819.92 -4.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4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0%

60,013,

002

0

中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0%

26,006,

115

26,006,115

质押 7,341,115

冻结

26,006,

115

周旭辉 境内自然人 6.73%

19,890,

777

19,890,777

质押

19,890,

777

冻结

19,890,

777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11,366,

158

11,366,158 质押

10,968,

535

江苏常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

10,438,

736

0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10,086,

591

0

武新明 境内自然人 1.80% 5,314,423 0

高霞 境内自然人 1.64% 4,845,685 4,845,685

质押 4,760,685

冻结 4,845,685

葛伟 境内自然人 1.57% 4,655,726 0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5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上述股东中， 股东高霞为中麦控股实际控制人王献蜀之配

偶。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合并报表销售额约1,998.6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70.3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约 -2,675.7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减少81.78%。

1)根据2018年12月24日公司股大会审议批准的《股权处置协议》约定，公司原子公司巴士科技已在托管

期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自2018年12月31日起巴士科技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合并报表范

围的变动是引起报告期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

2)报告期，公司微电声业务总体呈下滑态势，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公司子公司新嘉联向轻资产、非劳动密

集型公司转变，对冗余员工进行了安置。

(2)诉讼情况

报告期，赵从宾诉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终审判决，该判决结果增加公司预计负债2,600多万元。

除已终审判决的案件外， 报告期公司一审判决的案件四起， 其中判决公司需承担借款人不能偿付部分

30%责任的案件三起，涉案本金约1.2亿元；无需承担责任的案件一起，涉案本金约2,060万元，目前该四起案件

均在二审诉讼进程中。

撤诉案件二起，其中已确定不再起诉案件一起，涉案本金3,000万元；不确定是否再起诉案件一起，涉案本

金4,250万元。

另，公司诉相关当事人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一案尚在审理中。

(3)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情况

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尚无结论。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发布“风险提示公

告” 。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 鑫

2019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

*ST

巴士 公告编号：

2019-051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电话和邮

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依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9年8月31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

*ST

巴士 公告编号：

2019-052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电话和邮

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监事4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后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9年8月31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

*ST

巴士 公告编号：

2019-053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

“财政部” ）发布的有关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

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

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会〔2019〕8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4、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

〔2019〕9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 ）。 按照财政部规定，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实施。

根据上述最新会计政策的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1、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会计政策，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关于“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的会计政策，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均执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准则。

3、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公司自 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4、关于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三)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四)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新金融工具准则、财会〔2019〕6号、财会〔2019〕8号、财会〔2019〕9

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

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及少数股东权益，并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

年末可比数。

（二）报表格式变更的影响

报表格式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的影响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应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

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南投资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郭颂华 何小兰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447号

湖南投资大厦21楼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447号

湖南投资大厦21楼

电 话 0731－89799888 0731－89799888

电子信箱 hntz0548@126.com hntz054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9,677,189.74 124,774,650.85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84,657.51 20,386,787.16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499,173.99 20,036,780.03 -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15,022.48 83,790,198.50 -12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6 0.0408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6 0.0408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23%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15,407,430.37 2,132,242,442.76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1,984,043.75 1,661,683,702.46 0.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317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31%

161,306,

457

0

池汉雄 境内自然人 1.14% 5,677,400 0

王伯达 境内自然人 0.46% 2,319,500 0

林耀礼 境内自然人 0.40% 2,018,800 0

王 雪 境内自然人 0.33% 1,660,000 0

陈 惠 境内自然人 0.32% 1,600,000 0

唐承辉 境内自然人 0.32% 1,589,000 0

张红星 境内自然人 0.30% 1,500,000 0

林金田 境内自然人 0.30% 1,490,010 0

倪 晓 境内自然人 0.28% 1,408,000 0

上述股东

关 联 关

系

或 一 致

行动

的说明

（1）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国家法人股，与其余前九名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余前九名股东，本公司未知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他们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

券

业 务 股

东情况

说明（如

有）

（1） 第4大股东林耀礼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18,800股

公司股票。

（2） 第5大股东王雪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60,000

股公司股票。

（3） 第9大股东林金田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

490,010股公司股票。

（4）第10大股东倪晓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08,000

股公司股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

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湖南投资董事会务实稳健、创新图强，着力贯彻 “稳、进、拓、引、合、严” 六字

战略，认真落实“新三十字” 经营方针，强力实施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稳步推进，实现了预期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主要为路桥收费、酒店经营、房地产开发和现代物业管理。

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68万元，同比增长3.93%；营业总成本9,741万元，同比下降0.30%；利润总额2,

951万元，同比上升14.9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28万元，同比下降0.5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6,

163万元,上年同期为-1,071万元，同比下降475.3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50万元，同

比下降2.68%；每股收益0.0406元，同比下降0.4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22%，同比下降0.01%。

（1）本期利润总额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系营业成本同比下降640万元所致。

（2）本期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系：

①浏阳财富新城项目预售购房款受政府监管；

②浏阳财富新城项目、湖南投资大厦预缴税费支出金额较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按财政部印发的(财会[2019]6号)要求变更报

表列报格式

经公司2019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表下说明

说明：

按《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变更报表

列报格式：

本公司根据通知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如下：

①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管理费用 31,968,924.08

管理费用 31,968,924.08

研发费用

②对本期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5,702,503.52

应收账款 15,702,503.52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212,630,558.84

应付账款 212,630,558.84

应付票据

③对本期期初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6,471,788.53

应收账款 16,471,788.53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829,947.94

应付账款 829,947.94

应付票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于2019年3月4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第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湖南广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刘林平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

2019-032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

6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和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年8月29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

数为9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林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

2019-034、

2019-035]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审议《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的意见。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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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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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度第4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3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彬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2019-034、2019-035]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会议决议。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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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公司2019年度

第4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变更有关会计政策。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自2019年半年度报告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通知中的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5、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及公司2019年度第4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

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通知有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通知附件1和附件

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项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

2、利润表:

（1）将利润表原“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2）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

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审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度第4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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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因国有股权划转

将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路集团）的

控股股东已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沙市国资委）变更为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投集团）。 本次环路集团的股东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长沙市国资委；环路集团持有公司

股份161,306,4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3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9年7月11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的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市国投集团编制了《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2019年8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收购符合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形，市国投集团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敦促相关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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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通燃气 股票代码 0005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蜀闽 王清道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

电话 028-68539558 028-68539558

电子信箱 db_dtrq@163.com wqd4891@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4,149,280.11 306,361,095.71 2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47,664.00 9,625,597.54 4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727,510.57 8,575,709.38 4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08,463.34 27,663,004.93 9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 0.027 4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 0.027 4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0.87% 增加0.6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30,875,793.25 1,633,547,328.09 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5,858,687.91 922,211,023.91 1.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顶信瑞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63% 109,839,200 质押

106,280,

700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1% 40,544,528 质押

40,340,

000

陈蓉章 境内自然人 3.17% 11,361,920 质押

11,055,

030

李朝波 境内自然人 2.23% 8,000,000 质押 8,000,000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79% 6,413,700

李可珍 境内自然人 1.60% 5,742,952 质押 3,081,47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3% 1,540,000

任吉军 境内自然人 0.27% 980,000

刘颖梅 境内自然人 0.26% 918,000

傅宝锐 境内自然人 0.25% 88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述 9�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任吉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0,000股；股东刘颖梅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18,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底，公司完成了控股权变更工作，迎来了新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经营未受到控股权变更的重

大影响。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以成为一家以天然气清洁能源为主的综合能源供应商为目标，以“做精做细城市燃气业

务，做专做尖分布式能源业务，做大做强LNG业务，做实做优与控股股东的协同发展” 为导向，推进三个业务板块的市场

布局，并积极拓展华东市场。 具体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在天津市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天津德龙燃气有限公司，积极开拓京津冀地区的业务；

2、完成了对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80%股权的收购工作，进一步拓展了华东区域市场的业务；公司收购苏州天泓后

增加了一定数量的终端客户资源；

3、亦庄太和桥能源站项目已经发电并向客户供应电和冷（热）；

4、与阳新县住建局签订了阳新乡镇第一、二标段特许经营权的特许经营协议，获得原经营区域外的14个乡镇的燃气

特许经营权，覆盖整个阳新县，土地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大幅提高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经营区域；

5、顺利签订了上饶市高铁新区特许经营权协议，获得了上饶市高铁经济试验区燃气特许经营权，进一步奠定了公司

在上饶市天然气市场的龙头地位；

6、顺利推进智慧燃气系统建设，打造了一套符合各城市燃气公司生产实际的智慧燃气系统，实现业务管理信息化、

智能化和可视化，有利于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强化风险管控、降低企业成本；

7、各子公司积极落实安全周活动的相关要求，定期组织全员安全培训、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活动，使安全活动制度

化、常态化，提高了员工安全意识，推进了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414.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778.82万元，增长25.39%；实现营业利润2,123.35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06.97万元，增长40.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64.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02.21

万元，增长41.7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1：

（1）公司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9�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财政部 2017年度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以上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金融工具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

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公司在编制 2019�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2019�年期初未分

配利润增加1,193,291.32�元(见下表)。

2018年12月31日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2019年1月1日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969,175.0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969,175.03

其他综合收益 1,193,291.32 未分配利润 1,193,291.32

会计政策变更2：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8年度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如下列明细。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发生额（即2018年1-6月）受影响科目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4,034,518.89

应收票据 26,656,557.37

应收账款 117,377,961.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9,133,277.74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99,133,277.74

加：资产减值损失 -33,019.43

减：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33,019.43

加：营业外收入 1,416,349.32

加：其他收益 13,032.32

加：营业外收入 1,403,317.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

产生影响。

2、本期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成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上饶市大

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华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华联华府金座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新创燃气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大连新纪元管道设备经销有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上海环川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德阳市旌能燃气设计有限公司、四川省德龙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原德阳市旌

能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原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

司）、北京睿恒百祥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大通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保定大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绵阳睿思能源有

限公司、上饶县大通燃气有限公司、天津德龙燃气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中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苏尼特右旗德龙燃气有

限公司、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南通建坤新能源有限公司、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苏州建坤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苏州平庄工业天然气有限公司。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

新增了上饶县大通燃气有限公司、天津德龙燃气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中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苏尼特右旗德龙燃气有

限公司、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南通建坤新能源有限公司、南通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苏州建坤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扬州益杰燃气有限公司、扬州益广天然气有限公司、苏州平庄工业天然气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变动详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相关内容。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立国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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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27�日以

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9�年8�月 29�日上午9：00至12：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同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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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8�月27日以邮

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9�年 8�月 29日上午9:00-12: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事

项，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

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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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8月29日，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2019年度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下称“财会[2019]6号文” ）的规定，公司需要相应变更会计政策，详细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原因、事项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由于此项通知的颁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日期

本公司自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开始执行“财会[2019]6号文” 。

（三）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9年度颁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文）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对相关项目列报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3、利润表中新增“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项目，用于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利润表中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用于反映除“信用减值损

失” 外，企业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其他资产的减值准备所确认的减值损失。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发生额 （即2018年1-6月） 按照财务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进行调整。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4,034,518.89

应收票据 26,656,557.37

应收账款 117,377,961.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9,133,277.74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99,133,277.74

加：资产减值损失 -33,019.43

减：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33,019.43

加：营业外收入 1,416,349.32

加：其他收益 13,032.32

加：营业外收入 1,403,317.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

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

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

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上半年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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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